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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温馨提示： 

“期”待诚信 

“货”真价实 

政策高压调控 化工品观望为主 

——2021年 11月石油化工市场展望 

2021年 10月 30日 

要点提示： 

1. 国际油价面临一定回调压力，关注地缘政治影响； 

2. 国家政策调控煤价，化工品成本支撑转弱，市场逐渐平复情绪化

行情；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关注重点：总而言之，欧洲疫情重新抬头，冷冬预期削弱，天

然气危机逐步缓解，叠加伊核谈判重启在即，OPEC+稳步增产，美

油库存增长，市场担忧情绪好转。国内能源价格政策调控影响市场

情绪，预计国际油价面临一定回调压力，关注地缘政治影响。 

国家政策调控煤价，化工品成本支撑转弱，市场逐渐平复情绪

化行情；原料价格偏高导致生产利润不尽人意的情况仍将延续，供

给压力不大；下游需求持续恢复，买涨不买跌情绪影响采购积极

性，预计11月化工品价格总体偏弱，等待情绪平复后或将筑底企

稳。 

投资策略：市场情绪化波动风险犹存，建议投资者离场观望，等

待上游能源品及化工品走势筑底企稳后入场，仅供参考。 

2021/11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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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10 月受国家能源价格调控政策影响，煤炭价格大幅回落，国内油价回调风险

增加，化工品成本支撑走弱。截止 10 月 28 日收盘，内盘原油收于 519.5 元/桶，

较月初涨幅 0.85%。下游化工品燃料油跌幅 8.61%、沥青跌幅 8.05%、乙二醇跌幅

15.33%、苯乙烯跌幅 2.20%、LLDPE跌幅 12.53%、PP跌幅 16.17%。 

图表 1: 10 月原油及下游化工品涨跌幅 %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宏观分析 

2.1 欧洲疫情出现反复，全球经济前景不明 

截止 10月 26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人数超过 2亿 4441万人，世卫

组织表示，尽管今年冬季的疫苗供应比去年同期更加游刃有余，但欧洲已成为当前

全球唯一新冠确诊病例激增的地区，该地区已连续三周出现病例数激增。 

图表 2: 全球疫情新增趋势图 图表 3: 全球疫情分布图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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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疫情激增的原因一方面由于疫苗接种率偏低导致东欧的新增病例数呈爆

炸式增长，另一方面西欧国家虽然有较高的疫苗覆盖率，但却在没有扑灭疫情的状

况下，重新放开了防疫措施，导致疫情卷土重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病毒 

“零容忍”的中国虽然感染人数非常低，仍然坚持采取严格防疫措施，得到了西方

媒体的赞扬。 

2.2 农产品指数走强，CPI 或将攀升 

随着生猪价格触底回升，蔬菜等食品价格 10月上涨明显，主要原因前期北方

地区阴雨连绵，山东河南等蔬菜产地受灾严重，导致产量减少、运输受阻，预计 10

月 CPI价格或将攀升。 

当前市场仍处于滞涨阶段，随着煤炭等能源价格的回落，支撑工业品持续上涨

的成本因素减弱，国内货币政策稳中趋紧，PPI上涨向 CPI传导并不明显，社会整

体通胀压力可控。 

图表 4: 农产品价格指数 图表 5: 国内 CPI 与 PPI 走势图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3 发改委调控煤炭市场平衡，工业品价格回落明显 

下半年煤炭价格快速上涨，给下游电厂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同时下游工业品

也大幅上涨，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困扰。10月 19日，发改委价格司组织煤炭

协会，相关煤炭、电力企业召开能源保供机制座谈会，多措施并举促进煤炭市场供

需平衡。同时，随着动力煤长协保供机制发挥功效，电厂积极储存发电用煤，江浙

地区限电问题也得到一定缓解。 

受此影响，动力煤、焦煤、焦炭价格大幅下挫，此外下游煤化工品种甲醇、聚

烯烃、乙二醇以及有色金属铝、锌等耗电较大的品种出现大幅回落，工业品涨价风

潮逐步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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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油市展望 

3.1 美伊同意 11 月重启伊核谈判 

10 月 27 日伊朗副外长与此前主持伊核谈判的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在欧

盟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会晤，商议恢复伊核谈判的前景。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美国将于 11月初与伊朗进行第七轮核协议谈判，美方认为在上一轮核谈判的基础

上仍然有可能与伊朗“迅速达成并落实”2015年的伊核协议，“回到双方都能完全

遵守的共识上”。若谈判达成将会促进全球原油供需再平衡，有力缓解市场对于能

源紧张的担忧。 

3.2 美国商业原油库存触底回升 

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数据显示，美国商业原油库存连续降库后终于迎来回升，

而成品油库存持续下滑。虽然美国页岩油产量恢复缓慢，库欣原油库存持续走低，

引发市场对于多头软逼仓的担忧，但是新冠疫情的卷土重来令投资者担忧需求前

景，同时 OPEC+有序增产叠加伊核谈判利好传来，全球原油供给偏紧的局面预期改

善。 

图表 6: 美国商业原油库存 图表 7: 美国汽油库存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总而言之，欧洲疫情重新抬头，冷冬预期削弱，天然气危机逐步缓解，叠加伊

核谈判重启在即，OPEC+稳步增产，美油库存增长，市场担忧情绪好转。国内能源

价格政策调控影响市场情绪，预计国际油价面临一定回调压力，关注地缘政治影响。 

四、下游化工品展望 

4.1 乙二醇 

当前石油制乙二醇、煤制乙二醇以及甲醇制乙二醇开工率均出现下滑态势，

从成本端来看，原料价格偏高导致生产利润不尽人意的情况仍将延续，国产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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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持续收缩。近期港口去库，码头卸货拥挤导致进口压力有限。下游聚酯负荷

下降，需求偏低，虽然 PTA 和乙二醇价格走低，企业生产成本压力减轻，利润逐

步走高，但整体恢复有限。受煤炭价格持续下滑影响，预计后市乙二醇走势震荡

偏弱。 

4.2 苯乙烯 

国际油价及纯苯外盘大幅下跌，纯苯市场缺乏利好支撑延续下行，同时华东

纯苯库存上涨，下游装置集中检修，纯苯市场低位盘整为主。国内苯乙烯行业开

工率持续下行，发改委调控煤炭价格，近期化工品价格普跌，一定程度打压市场

氛围；加之下游买涨不买跌情绪转浓，低价买盘层出不穷，商家心态悲观，积极

降价销售，累库局势逐步显现。预计 11月苯乙烯或将有所回落。  

4.3 塑料 

国家政策调控下，上游成本支撑转弱，港口拥堵可用乙烯船有限，部分煤化

工装置降负荷运行，开工率维持在今年低值水平，供给端依然受限。北方棚膜后

续订单跟进放缓，南方逐步进入需求旺季。由于“限电”常态化，部分地区生产

企业订单交付延迟，目前中大型企业订单积累较多，企业紧张开工供应市场，开

工维持在 50%-80%不等，预计后市连塑或将筑底企稳。 

4.4  PP 

国家政策调控煤价，下游化工品价格下跌，石化及中油出厂价格纷纷下调，

贸易商恐慌抛售较多。当前石化库存水平较高，库存消化缓慢，生产企业可能会

继续下调出厂价促销。下游塑编行业整体利润尚可，且旺季需求加持，企业订单

较前期有所好转，带动厂家开工积极性；膜企累积订单较多，交付前单为主，新

单成交压力较大，下游业者多看空心态。预计后市 PP价格维持区间震荡。 

五、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关注重点：总而言之，欧洲疫情重新抬头，冷冬预期削弱，天然气危机逐步

缓解，叠加伊核谈判重启在即，OPEC+稳步增产，美油库存增长，市场担忧情绪

好转。国内能源价格政策调控影响市场情绪，预计国际油价面临一定回调压力，

关注地缘政治影响。 

 

 国家政策调控煤价，化工品成本支撑转弱，市场逐渐平复情绪化行情；原

料价格偏高导致生产利润不尽人意的情况仍将延续，供给压力不大；下游需求持

续恢复，买涨不买跌情绪影响采购积极性，预计 11月化工品价格总体偏弱，等

待情绪平复后或将筑底企稳。 

 

投资策略：市场情绪化波动风险犹存，建议投资者离场观望，等待上游能源

品及化工品走势筑底企稳后入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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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

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

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

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